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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您好，Helge，很荣幸您能来到 
PES，欢迎您来。首先，您能否简要介绍一
下 Adler？ 

Helge Glück: 好的，非常荣幸。ADLER 
Elektrotechnik Leipzig GmbH 是一家
德国制造商，主要生产电路保护元件，尤
其是高速直流保险丝。企业发展重点倾向
于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我们快速适应了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的
新趋势，迅速成长为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应

用的电路保护元件主要制造商。 
企业的工程背景和技术背景可以追溯到
前身 Wickmann 集团，该集团曾是德国
电路保护产业的大型制造商。 
因此，今天的 ADLER 才能够拥有 1000V 
和 1500V 光伏保险丝与配件的综合产品
目录。 
PES：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光伏市场的
整体情况。过去 5 年里，太阳能电池板效
率迅速提高的同时，价格也在大幅下跌。

光伏安全: 光伏保险丝的
市场趋势和挑战

PES 与 ADLER 首席执行官 Helge Glück 进行了对话，主
要探讨了日新月异的光伏产业的最新趋势与新技术，以及光
伏保险丝市场将如何适应新的安全挑战与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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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这一趋势未来是否会持续？还是说
当前已达到顶点？ 

HG：毋庸置疑，过去几年，光伏能源市场
对这种太阳能电池板效率不断提高、价
格不断下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
与此同时，我们预计，2019 年全球太阳能
市场和太阳能安装总量将突破 100 千兆
瓦大关。考虑到中美贸易战态势，欧洲太
阳能面板已经相当低廉，但最终价格将趋
于稳定。
而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发，电池效率的
提升率可能不会下降太多。晶科能源、隆
基、阿特斯太阳能均已宣布即将推出功率
高达 400W 的产品。 
目前，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当下的单 
PERC 模块，市场中还出现了新一代双面
太阳能电池板，这类产品将进一步提高未
来的太阳能装置效率。有猜测称新一代
太阳能电池板可提供的能量将比传统太
阳能板高出 11%。
PES：那么，基于这些新发展，您认为 2019 
年光伏市场中，电路保护元件的发展趋
势，尤其是保险丝的发展趋势如何？ 

HG：就跟踪器和逆变器而言，我认为目
前市场上的保险丝基本已经覆盖了所需
的保险范围，如 1100V 的保险丝可用于
小型装置，而能负载 400A 电流的 1500V 
保险丝可用于大型装置。
而在子串保护或方阵保护方面，去年，我
们实现了额定电流值突破。原先在光伏系
统中，尤其是在最常见的汇流箱设计中，
我们主要处理每串 15A 或 30A 大小的额
定电流，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需求了。而
配备最新开发模块的最新装置设计中，对 
16A 或 32A 额定电流的需求突然飙升到
前所未有的水平。 
通常所使用的 10 x 85mm 保险丝设计很
难处理 32A 的电流，原因是细长保险丝
实际上不适合处理极不稳定的电弧。幸运
的是，我们已设计出另一种 14 x 51mm 
尺寸的保险丝。利用这种保险丝，可以更
好地应对强电流下的断路故障。 
PES：您刚刚谈到了高电压，我们知道，在
电压较高的情况下，应该减少输送电力所
需的电流量。您认为使用新一代面板和子
串箱的话，我们是否可能需要更高的电流
额定值？我们还听说，许多新装置不再适
用于子串箱，这是真的吗？ 

HG：当然不是真的，子串保护仍然是光
伏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是毫无疑
问的。但实际情况是在系统成本和装置
简易性之间的平衡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一
些新趋势。 
就高电压/大电流线盒而言，2019年将会
看到具有35A，45A和50A额定电流的熔
断器的惊人需求，它们用于将2个或甚至
多达4个串阵列组合在一起的汇流箱今年
年初，我们发布了新的保险丝套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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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支架、母线和桥接器，适用于额
定电流达 80A 的装置。而套件发布后不
久，来自市场的需求就令人瞠目。

其次，基本“绕过”了汇流箱装置的直列
式保险丝束的市场需求也在增加。尽管仅
能节省光伏电缆，但这种保险丝似乎成了
一种经济型替代品，尤其可用于代替较小
的系统。此外，它还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即
插即用方案。

ABB 去年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其设计是
将直流和交流配电结合到“一体化”的串
式转换器中。这种双级系统可以产生高
达 800V 的交流电，且使用的资源更少。
若该方案切实可行，市场上将会出现对 
800 至 880V 交流电全新 NH 保险丝的
新需求。

PES：那么，您认为 ADLER 保险丝有何特
别之处？保险丝市场上的产品有何实际上
的差异呢？对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保
险丝的设计似乎非常简单直接，是否存在
某些特殊技术能打造出与众不同的保险
丝产品？ 

HG：没错，实际上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
保险丝是一种相当基本的机械装置，但确
实也存在一些关键因素。在光伏应用的保
险丝设计中，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精度、可
靠性和温度。 
保险丝必须满足工业标准，例如，出现过
载或短路情况时，保险丝需在何时作出反
应，需要具备多快的反应速度。当保险丝
在规定的中断额定值范围中熔断时，它必
须彻底切断电路，且不会对保险丝或其所
在环境造成任何严重损坏。
除此之外，保险丝必须具有相对较低的
能耗，毕竟高瓦损耗意味着保险丝在操作
中浪费了能源，并在应用中产生了额外热
量。每个光伏设计师都会告诉你控制汇
流箱或逆变器的温度有多重要，而且这并
不简单。
ADLER 从不使用存在瑕疵的原材料。我
们会运用特定的选材方法来选择材料，以
达到最精确熔断速度，实现高可靠性和低
温操作。为了优化保险丝性能，我们采用
纯银熔件和镀银铜端子，还开发了自己的
灭弧填充材料。

我们特别关注作为熔断器核心的熔件。
企业研发团队不断改进设计、端连接和
生产流程，以确保为客户提供所期望的优
质产品。 
PES：对于光伏装置和应用产业中的大多
数人来说，还有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来，我们实现了从 600V 到 1000V 的
过渡，现在又转向 1500V 系统，这与保
险丝市场中每个参与者都息息相关。如
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新系统都适应了 
1500V。您认为它将保持在 1500V 还是
将来会升得更高？ 

HG：实际上，过去两年中，从传统的 
1000V 系统，到使用具有更高增益的模
块、一个连接子串中最多有 25 个模块的
系统，我们实现了极为快速的飞跃。我们
最终发展到了 1500V DC。我认为这是目
前情况下的上限。 
实际上，如果系统电压有所增加，系统链
中的每个组件都必须重新设计，这对市场
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非常精细的任
务。因此，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方
面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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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1000V 系统将会过
时。就住宅装置和小型装置而言，1000V 
仍然是一种非常经济有效的方案。最终
要考虑的是装置成本和期望生产率。 

PES：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光伏产业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会出现
什么样的新趋势？  

HG：在储能方面一定会有所改变！出于平
衡电力供需的需要，它将在未来的可再生
能源产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储能系统相关的
新解决方案和新技术。这也将是一个非
常令人兴奋的新市场。事实上，ADLER 开
发团队已经与业内一些大型电池制造商
展开了合作，主要是来自韩国的制造商。 
有些储能系统非常精密，因此我们正在研
发特殊的保险丝设计，以满足这些高功率
存储系统的需求。这将成为我们 2019 年
的主要生产重心之一，并将成为我们下一
个专门的产品系列。
     www.adler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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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产品系列

现代光伏系统中的保险丝

保险丝是光伏系统中最重要的过流保
护装置。保险丝由两个端子或端盖组
成，二者通过由低电阻率材料（如银）
制成的熔件连接，且该保险丝与要保
护的电路串联放置。当电路中的工作
电流超过一定水平时，熔断器内的熔
件将熔化并切断电路。
在短路情况下，熔断器瞬时加热 (I2t)
，导致熔丝熔化并同时在终端之间形
成开路。这样就能有效防止因短路故
障而令情況惡化，且可防止出现过流
现象。
光伏系统中的太阳能电池串联配置，
以形成能将产生的电压提高到几十伏
的模块。这些模块以串联方式连接构
成子串。这种设计可以使电压升高到 
1500 伏。使用子串汇流箱制作并联子
串方阵以使电流加倍。通常，汇流箱内
的每个正端子和负端子都配有串联的
熔丝。箱内增加一个直流断路开关或
断路器，通向逆变器的直流侧。
根据应处理的电压和电流值设置光伏
保险丝的额定值。在指定的环境条件
（例如温度）下对额定值进行规定且
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必须进行降额。
光伏熔断器的规格遵循 UL 248-19 和 
IEC 60269-6 等经批准的工业标准，
这两种标准均建议采取 20% 的电压
裕度，25% 的过流裕度。
通常，将现代太阳能系统中的模块短
路额定电流设置为 9A 或 10A。
将每个 Isc 25% 的裕度和保险丝 25% 
的裕度计算在内，所选的保险丝额定
电流应至少为 1.56 x 10A = 15.56A。
因此，应使用额定电流为 16A 的保险
丝。此外，保险丝的额定电压应至少
比子串电压高 20%。


